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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立德树人的关键环节
——解读山东滕州素质教育实践基地“名师+班主任”模式

赵志 孙永

山东省滕州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实
践基地，以五天为一个周期对全市中
小学生进行轮流实训。学生在基地的
时间短，培训任务重，如何破解思想
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两张皮”现
象？如何找到新时代素质教育实践基
地立德树人的着力点？近年来，该基
地进行了大胆探索，实施“名师+班
主任”模式，育人效果不断凸显。

“名师+班主任”常态化

2016 年，该基地成立了“名师+
班主任”研究中心，制定了相关“名
师+班主任”工作机制的具体实施意
见，从突出党建统领、提高政治素
质、深化师德建设、坚持立德树人、
提升文化素养、提升学习能力、提升
教学水平、提升培养实效八个方面构
建了“名师+班主任”发展的基本框
架，选聘思想品德高尚、专业素质过
硬、在基地内外有较大影响和较高威
望的教师担任班主任，充分发挥名师
的学科带头人和思政带头人的“双带
头人”作用，把最优质的人才用在实
训班班主任岗位上。

一开始，对于“名师+班主任”
工作机制，有些名师不太认同，认为
在基地做班主任，就是做好协管工

作、看护好学生，不发生安全事故，
顺利完成培训任务就万事大吉了。针
对这种偏见，该基地领导与市、县、
校三级名师一对一谈话，动员他们走
上班主任岗位。到目前为止，近20位
名师走上了该基地班主任岗位，他们
一肩挑学科教学，一肩挑思政教育，
协同推进，在为受训学生提供实践能
力培训的基础上，扎实做好思政工
作，受到受训学生的高度评价。

赵老师就是在“名师+班主任”
工作机制下，成长起来的一名优秀班
主任，他先后担任过 100 多期实训班
的班主任，育人颇有心得。

近年来，来基地受训的学生普遍
带着智能手机，而且有的学生沉迷网
络游戏。“个别学生彻夜玩游戏，身
心健康受到严重影响，怎么才能把学
生的心拉回来呢？”赵老师抱着试一
试的心态，自费买了些元器件，带领
学生做小实验、搞一些小发明创造。
学生在动手做实验、查资料、相互讨
论的过程中找到了学习乐趣。不仅如
此，其他班级的学生也来参与相关活
动。这些学生离开基地之后，仍然喜
欢搞一些小发明、小创造，参加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奖的学生不在少
数，这些学生学习成绩普遍较好，有
的还被评为市级“三好学生”。

一位名师就有一种带班方案。
在他们的影响下，受训学生离开基地
回到学校后，仍然与基地的教师保持
联系。基地教师总是尽心尽力帮助学
生，促进了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名师+班主任”制度化

素质教育实践基地是知行合一的
创新型教育的有效载体，有益于提升
新时代中小学生的文化素养。让中小
学搞实践基地培训，能丰富中小学的
文化生活，能让素质教育变得可视
化。该基地校长在班主任工作会上强
调，带好一个班，其意义不亚于完成
一项重要科研任务；带好一个班，当
一个合格的班主任，就是为素质教育
基地作出了贡献，就是培养学生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功勋教师。

为了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该
基地党支部副书记、业务副校长、教
科研主任等纷纷担任实训班班主任。
他们在班级建设上投入大量精力，以
渊博的学识、精湛的业务能力和独特
的人格魅力，帮助学生解决思想、学
业、生涯规划等问题，引领学生全面
健康发展。

2017年，该基地在制度层面，对
“名师+班主任”工作机制进行了规

范，要求高职称、高学历的业务骨干
教师必须有担任班主任工作的经历。
为了让名师做好班主任工作，学校制
定了选拔培养、指导培训、过程监
督、管理考核等一整套工作机制。

一大批富有责任感的名师积极投
身于班主任工作，他们或利用丰富的
人生经验为学生导航，或利用自己渊
博的学识为学生“加餐”⋯⋯他们力
争找到最优方案锻造班级优良学风，
引导学生走上成才之路。

短短五天的实训，却对学生生活
技能、专业能力、职业素养、价值观
形成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名
师+班主任”不仅让学生敬佩名师的
精湛业务能力，而且还崇敬班主任过
硬的思想理论水平，“名师+班主任”
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名师+班主任”课程化

课程化是“名师+班主任”工作
机制实施的重要路径之一，班主任课
程是一套经过系统设计的有明确育人
目标导向的课程，它的落实需要各相
关单位、各个环节的对接与融合，最
终方能顺利实施以学生发展为核心的
综合课程体系。

以周一的迎接课程为例，接待前

要做好充分准备，基地相关负责人要
与学校带队教师提前沟通，了解学生
的实际情况。接待流程力争规范，基
地教师要问候学生、接近学生、帮助
学生、温暖学生。宿舍内务要讲清，
要及时给学生编号并安排宿舍，讲清
楚宿舍内务整理的要求和方法。一日
规范要落实，对参训学生讲清基地一
日规范后，要严格检查、督促落实。
实训任务要安排，讲明实训目标、实
训内容、实训评价等，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让他们带着好奇心和求知欲
进入课堂。

相关课程还涉及安全教育、生活
技能、工艺制作、艺术实践、科学探
究、素质拓展等方面。班主任在实施
课程的过程中，要努力提升自己的专
业能力。在学生管理中，一要为人师
表，以诚取信于学生；二要读懂学
生，接近学生，影响学生，使学生

“亲其师，信其道”。
该基地积极推进以能定岗的原

则，引入科学的人才竞争机制，通过
建立科学合理的班主任选拔任用制
度，将德才兼备的教师选拔到班主任
岗位上，并尽可能多地为青年教师提
供发展机会。

（作者单位：山东省滕州市中小
学素质教育实践基地）

⦾⦾班主任工作坊

名师 思录录反反

为何音乐好听音乐
欣赏课难上

音乐新课标发布以后，近年来小
学音乐课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
但是真正有效的课堂创新并不容易。
作为音乐课类型之一的音乐欣赏课，
是音乐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
它有助于扩大学生的视野，能提升学
生的鉴赏力，但对于一般音乐教师来
说，音乐欣赏课却有着更大的难度，
在赛课、公开课等场合，选择上音乐
欣赏课的教师少而又少。个中原因或
许与当今少儿音乐教育面临的难题直
接相关。下面我从三个方面进行一下
具体分析。

其一，音乐欣赏课的教学设计容
易出现偏差，缺少音乐特质。有些欣
赏课从头到尾都是教师在讲述音乐知
识，学生被动聆听，在这样的欣赏课
上，学生很难真正听到、欣赏到音
乐。

其二，没有有效处理好音乐难易
程度与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关系。高低
年级音乐欣赏课各有不同，在一些学
校中，低年级的音乐欣赏课，教师怕
学生听不懂、不愿听，往往都略过；
高年级的音乐欣赏课，教师怕学生没
兴趣，往往也就放弃了。

其三，没有找到音乐教育的恰当
方式。音乐欣赏课看似“无章法”，
实则暗藏着非常多的“套路”。在设
计教学环节时，教师需要考虑方方面
面的因素，才能让学生既能欣赏音
乐，又能在赏乐中创新。

一节好的音乐欣赏课，需要让学
生在情境中赏乐，在赏乐中创新。我
的音乐欣赏课，以小学生的好奇、好
动、好问三个特点为基础，来设计每
一个课堂环节，试图由此打造学生能
够“欣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

“三美”音乐课堂。

利用学生好奇心创
设鲜活情境

在音乐课堂教学中，学生的好奇
心需要教师想方设法激发出来，才能
积极、主动投入学习，展现自己的个
性。首先，我觉得应当让学生感到

“声临其境”。以 《动物狂欢节》 中之
《引子和狮王进行曲》 的欣赏课为
例，这首西洋交响乐乐曲比较长，其
音乐开端很有个性，学生很感兴趣，
但是往往听到中间旋律时，有的人就
开始“坐不住”了。所以我上课时，
一开始就注意引导学生进入精心设计
的场景：播放音乐后，用 PPT （幻灯
片） 把森林的画面展现出来，让学生
们戴着专门设计的手偶和头饰，扮成

各种动物，随着音乐的律动进入教
室。这时展现在学生面前的是美丽、
神奇的大森林，许多动物在迎接他
们，还有漂亮的“蝴蝶姐姐”翩翩起
舞，高唱着欢迎歌⋯⋯

这时，我进一步引导学生听辨和
模仿各种动物的叫声。在这个过程
中，鼓励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尝试
用不同的声线来表示狮子的吼声，用
不同的动作模仿狮子的形态。这时，
学生很容易走进创设的情境中，耐心
而又充满兴趣地听完全曲。

所以，想要让孩子们听完音乐，
欣赏一段音乐，教师必须要学会利用
音乐来制造场景，利用他们的“好
奇心”来改造一些比较平淡的环节。
为让他们不失去兴趣，可以利用多媒
体、游戏、服装头饰设计、室内灯光
变化等手段来帮助他们进入情境，欣
赏音乐有了好的开头，才能让一节音
乐欣赏课接下来的环节顺利进行。

吸引更多学生积极
参与课堂表演

音乐欣赏课的主体是学生。如果
学生不能主动地动起来，那么这节欣
赏课的设计就是失败的。在课堂中我
喜欢设立小舞台，通过让学生积极参
与音乐活动，使其增强对作品的理
解、感知。

低年级的音乐欣赏课堂中，我记
忆最深刻的是 《三个和尚》 一课 。

《三个和尚》 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动
画片，它巧妙地借用“一个和尚挑水
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
喝”的民间谚语，在配乐中运用乐器
音色变化刻画出“自私的高个子，纯
纯的小个子，懒惰的大胖子”三个不
同人物形象。利用低年级学生好动的
特点，开始时我让学生听完音乐，直
接表演三个和尚，每一次都是一大群
孩子在胡乱比画，课堂变得闹哄哄
的。

后来，我吸取教训，在欣赏音乐
之前，设计了“三个和尚比一比”的
小舞台活动，首先让一组学生一边聆
听小和尚的主题旋律，一边用自己设
计的动作来表演小和尚，另外两组学
生聆听胖、瘦两个和尚的主题旋律，
来表演胖瘦两个和尚，我作为评委，
评判谁演得最像。有了小舞台和评
比，低年级的孩子更加有了兴趣，开
始各种模仿和表演，他们憨态可掬的
样子，十分可爱。这时有些孩子完全
忽视了聆听和感受音乐中的形象，只
是为了好玩而毫无章法地自行表演。
针对这些现象，我及时分析谁表演得
好，好在哪里，学生听完分析再次表
演时，明显能感受到他们对音乐旋律
的体会加深了。

在音乐欣赏课中，如果需要使学
生进一步感受音乐的内涵，就需要不
断加深他们对音乐的感受和理解。音
乐小舞台不仅可以开发学生的创造性
思维，还可以让学生在感受、表现音

乐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大胆想象、
即兴表演。这样的音乐欣赏课，就不
会停留在学生只是坐着听的教学陈规
中。课堂上多设立一些可以参与表演
的环节，非常受学生欢迎。尽管他们
的舞蹈动作有时看起来笨拙稚嫩，队
形也不是特别完美，但都真实地表达
了他们自己对音乐的理解。

课堂对话激发学生
思考力与创造力

在传统的音乐欣赏课中，很多时
候都是教师提问，学生回答。但是现
在越来越多的影视主题曲，作为教学
素材出现在音乐欣赏课的教材里，这
类作品如果还是按部就班地采用你问
我答的方式，课堂难以取得最佳效
果。

此时教师可以通过播放多媒体和
讲电影故事等形式，给学生创设与乐
曲故事对话的情境。

苏联作曲家普罗柯菲耶夫的交响
乐童话 《彼得与狼》，用各种乐器来
演绎不同的动物与人物角色，栩栩如
生。2006 年，《彼得与狼》 动画片诞
生，也深受孩子喜爱。在执教这一欣
赏课的时候，我把这首交响乐分成了
几个片段，结合动画，给孩子们展

示，每个片段都像“悬疑片”，没有
结果。当音乐一停止，学生都按捺不
住好奇心，想要知道结果是如何的，
就开始发问：“老师，鸭子最后到底
有没有被大灰狼吃了呢？”这时，我
就会引导学生根据描述鸭子片段的旋
律去想象结局，然后把结果说出来。
表现鸭子旋律的器乐是双簧管，双簧
管的音色低沉，这一段旋律节奏慢，
有很多不和谐音出现，孩子们明显听
到这段音乐就开始皱起眉头，旋律听
起来并不欢快，看来鸭子的结局让人
担忧。

在这节课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
名学生的提问。大多数学生听 《彼
得与狼》 时，都批判饿狼的狡猾，
赞扬彼得的勇敢和他保护小动物的
行为。但是，音乐可以让每一个听
众都有不同的感受。有一名学生在
上课快结束时，问道：“老师，我想
问 问 大 灰 狼 最 后 的 结 局 是 怎 样 的
呢？”我有些诧异，此前从没有学生
提过这个问题，因为在乐曲中有描述
猎人的乐段，还用定音鼓特意制造了
枪声的效果，随着“砰砰”的枪声，
大灰狼的结局可想而知了。这时，一
名学生紧接着回答上面学生的提问：

“大灰狼肯定被猎人打死了，它吃了
彼得的鸭子 。”提问的学生眉头一

皱，说道：“老师，我觉得大灰狼不
应该死，吃鸭子是它的天性，人类
因为它的天性打死它，也是残忍的
表现！”这个孩子的天真无邪、纯真
善良瞬间感动了我！没想到一首交响
乐，能带给学生如此不同的心灵感
受。这时下课的铃声已经响起，我依
然鼓励这名学生说：“如果请你来做
一次作曲家，你会如何处理这首交响
曲的结局呢？”这名学生想了想说，
可以用钢琴来表现最后的结尾，因为
钢琴的音色清脆，他希望有一个欢快
的结局。我接着追问：“你心目中的
旋律大致是什么样的？”这名学生居
然唱起了 《小红帽》 的旋律，但是歌
词已经完全改编了，改成了大灰狼被
放生的结尾。

虽然这个旋律与这首交响乐不太
匹配，但是我还是感动良久！因为这
是学生对这首童话交响乐发自内心的
真实诠释——这种再“创造”，不仅
改写了结尾，也重塑了心灵。我觉
得，这就是音乐欣赏课的初心，让孩
子们全身心地融入音乐当中，学会欣
赏音乐、理解音乐，进而热爱一切美
好的事物。音乐能促进儿童感性和理
性的平衡发展，少儿音乐教育是审美
的过程，也是育人的过程，有助于使
学生成为人格完善的人。

巧设音乐情境 塑造美好心灵
刘姗

“懒妈出勤孩，勤妈出懒孩”这
句俗语讲的是生活中的辩证法：有一
种表面上看起来很懒却富于智慧的妈
妈，经常让孩子多做事，能培养出眼
中有活、善于做事的勤快孩子；妈妈
如果凡事大包大揽，什么事都替孩子
做了，孩子很容易变得四体不勤、五
谷不分。最近在听课过程中，我发现

“勤妈”式的教师不在少数，他们主
要有“三勤”：

勤于一讲到底。刚布置完自主学
习任务，就开始对学生不放心，急于
提示注意事项，使学生无法静下心来
思考问题；没等学生完成自学任务，
也不让学生展示交流学习成果，就迫
不及待地又给学生讲解。

勤于将规律和方法直接“端”给
学生。不让学生通过练习去自己发
现、总结规律，更不习惯根据学生回
答问题的具体情况进行启发或追问，
或通过层层设问对学生的思维进行引
导。

勤于独自评价学生的学习状态。
不擅长以学生给出的问题答案作为切
入点带动其他学生思考，使学生难以
收获多样的学习成果，掌握多种学习
方法和解题方法。

这样的教师表面上看或许工作很
勤奋，但并没有“勤”在点子上，他
忽视了学生的思维及其过程，忽视了
学生学习过程与方法中所蕴含的学习
素养，忽视了因势利导，因而并没有
让学生成为真正的学习主体。久而久
之，就会导致学生失去思考的习惯，
遇到问题时不愿思考，也不会思考，
只等着教师“喂”自己。这也是造成
学生不会学习、难以发展学习能力的
原因之一。

魏书生老师曾劝诫教师，不要替
学生说学生自己能说的话，不要替学
生做学生自己能做的事，学生能讲明
白的知识尽可能让学生自己讲。20
年前，我曾经听过魏老师一堂别开生
面的课：他给初中生讲高中语文，课
上并没有过多的讲解，只是通过恰当
的问题引导和顺势追问，就让初中学
生掌握了高中的教学内容。魏老师的
教学理念与成功的教学实践启示我
们，在倡导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与综合
能力的当下，教师更应做一个勤于动
脑、懒得包办代替的智者。

教师课堂上的“懒”“勤”应各
有归处。要懒在代替学生思维、评价
上。要勤在放心放手让学生自主学习
方面，该出手时才出手；勤在让学生
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把学生典型的
思考、做法等当成教学资源；勤在让
学生互相评价或者点评修正；勤在引
导学生发现总结学科学习规律；勤在
让学生通过实践体味知识、方法、规
律的运用，形成自己的学习方法，使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会学习。

教师课堂上的“懒”教，应基于
课下的“勤”研。要勤于研究哪些内
容什么时候让学生自主学习、如何自
主学习更适合，自己什么时候讲、讲
什么、如何讲，自己讲前如何引导学
生进入学习情境；勤于研究学生学习
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学生对问题
可能出现的不同理解，从而引导思维
方式不同的学生深入思考问题；勤在
研究文本问题化、任务化和问题情境
化、学习过程活动化，研究学生学习
的途径、过程与方法。

在我看来，课堂上比较理想的状
态是：教师根据教学文本设计问题或
学案，学生在问题或学案的引导下自
主学习、解答问题或完成学案；学生
自主发现疑难、提出问题，再将疑难
问题交由小组交流讨论、答疑解难；
本小组不能解决的问题，由小组代表
在班级中提出来，发起全班各小组之
间的交流讨论或展示互评学习成果，
引导小组间讨论交流问题。在这个过
程中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思考，最好
师生共同得出问题结论或揭示规律。
教师应勤于探索尝试不同的教学方
法，指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让学生
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得学习的能力。

教师在课堂上不能只重视自己是
否完成了教学任务、是否达到了预设
的教学目标，更应重视培养学生的学
习能力，帮助学生养成乐学善学、勤
于反思的学习品质。

（作者单位：天津市蓟州区教育
教学研究室）

教师何妨
“懒”一点儿

闫自龙

⦾⦾我见

刘姗 现任教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实验小学，音乐特级教师。从事音乐教育 33 年，注重用“文
化”的方式教音乐，积极探索课堂教学改革，力争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创设审美教学情境，提升学生艺术素养。近
年来，其教学论文及教学案例多次获奖。她执教的《狮乡童谣》《彼得与狼》等课例曾获全国“一师一优课”一
等奖、全国名师优质精品课一等奖。


